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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就 camping 这一话题安排了一段对话，由于对话较长，我们
只学习了其中的第一段。
V. 在第一段中，Tom 给朋友 Colleen 打电话问候，然后询问对方近来如何。
A. Colleen 说自己的生活又忙又乱，原因是她打着两份工，并且同时在上学。
V. Colleen 形容自己的生活又忙又乱使用的单词是 hectic，我们来看一看 Tom 的反应。

T: Wow! I can imagine how busy you must A. 他的反应是一个单词 wow [ ]，这在英
be. Sounds like you need a break.
语中是个象声词，所表示的意思可以是惊
奇、钦佩、快乐等等，具体要视上下文而
定。
V. 在这里，Tom 的反应可以理解为既惊奇
又佩服：Colleen 竟然可以同时做什么多
事。
A. 是啊，既工作又学习，确实不容易，因
为这需要许多的毅力和坚持，的确值得惊
奇和佩服。
V. 除了作为象声词之外，wow 在口语中还
可以用作动词，表示“使人叫绝、令人惊
叹”，我们来看个例子：James wowed both
coworkers and managers with his detailed
market research.
A. 这句话的意思是：James 以详尽的市场
研究使同事及管理者叹服。
V. 再来听 一下例子：James wowed both
coworkers and managers with his detailed
market research.
A. 惊 叹 之 后 ， Tom 接 着 说 道 ： I can
imagine how busy you must be. 我可以想象
你有多忙了。
V. 不论在忙，人们都应当适当适时地放松
一 下 ， 做 到 有 张 有 弛 ， 因 此 Tom 说 ：

Sounds like you need a break.
A. 听起来你需要休息一下，对此 Colleen
也表示同意，她回答道：Guess so.，这里
其实应该是 I guess so.，不过 I 省略了。
C: Guess so.
T: What about camping out with us at Prime V. Tom 是否有什么建议呢？他说：What
Lake this weekend?
about camping out with us at Prime Lake this
weekend?
A. 这周末和我们一起去 Prime Lake 露营怎
么样？这里使用的 camp out 和 camp 是否一
样意思？
V. 是的，例如“在山中露营”，我们既可以
说 camp in the mountains，也可以说 camp
out in the mountains。
A.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还可以说
go camping in the mountains， 也 是一 样
的。
C: Camping? Sounds like a perfect getaway V. 回到对话，听到 Tom 提议去 camping，
from my hectic life for a day or two.
Colleen 回 答 道 ： Sounds like a perfect
getaway from my hectic life for a day or two.
A. 听起来是远离忙乱生活一两天的绝好方
式啊。这里再次出现 hectic 一词，不过是
与 life 一起使用。
V. 这里还出现了日常口语中常出现的单词
getaway，从单词组成看是由 get 和 away 两
个单词组成的，字面意思是“离开、逃
离”。
A. 不过 getaway 在这里一起用作名词，感
觉意思像是与游玩、休闲有关。
V. 是的, getway 通常指的是短暂假期和休
闲，例如口语中常说的 weekend getaway 意
思就是“利用周末的时间出去玩一玩”。
A. 其实也有“离开、逃离”的意思：逃离平
时忙碌的学习和工作，出去放松放松。
V. 没错，关于 getaway，我们再来看两个

例 句 ， 第 一 个 是 ： Many families like to
have a Labor Day getaway before school
starts.
A. 许多家庭喜欢在开学前借着劳动节的机
会出去玩一趟。
V. Harry is planning a romantic getaway for
his ten-year anniversary with Mary.
A. Harry 正筹划一个浪漫的假期，庆祝与
Mary 结婚 10 周年。
V. 我们把刚才举的两个例子再给大家重复
一遍，首先是：Many families like to have a
Labor Day getaway before school starts.
A. 这里出现的是 Labour Day getaway，类
似于前面提到的 weekend getaway.
V. 第 二 个 例 句 是 ： Harry is planning a
romantic getaway for his ten-year anniversary
with Mary.
A. 这里 getaway 是单独使用，不过前面加
上了形容词 romantic。

